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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百應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的資料；董事（「董
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
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
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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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我們是一家主要從事融資租賃的公司，主要在福建省開展業務，致力於向我們的客戶提

供設備解決方案。我們透過與客戶密切互動並根據彼等的業務、現金流量及經費來源釐

定適當利率、償還計劃及我們服務的條款，向客戶提供滿足彼等特定需要和要求的定制

服務。我們的客戶主要是中小型企業、個人企業家及聲譽良好的大型企業。雖然本集團

仍然專注於發展融資租賃業務及保理業務，我們亦積極尋找機會拓展其他業務領域。

於2020年4月23日，我們於中國成立了福建永春僑新釀造有限責任公司（「僑新」），一家

食用醋生產廠，註冊資本人民幣50,000,000元，以多元化我們的業務。於2021年1月13

日，我們亦成立福建百應紙業有限公司（「百應紙業」），以將我們的業務組合擴展至包裝

及紙製品貿易行業。該等新業務不會影響我們的融資服務業務。截至2022年9月30日，

僑新試生產並開始若干料酒銷售，料酒及其他調味品產品生產則是外包。

我們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24.9百萬元略微減少至截至2022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報告期間」）的人民幣22.8百萬元。我們錄得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

九個月淨虧損人民幣1.7百萬元及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淨虧損人民幣15.2百萬

元。我們的融資服務產生的收益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為人民幣11.0百萬元。

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產生的收益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為人民幣0.2百萬

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通過百應紙業開展的包裝及紙製品貿易產生的收益

為人民幣11.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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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服務
融資租賃服務
我們主要向客戶提供兩類融資租賃服務，即直接融資租賃及售後回租。來自融資租賃服
務的收益為人民幣7.3百萬元，佔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總收益的31.8%。

保理服務
我們透過我們的附屬公司廈門百應融資租賃有限責任公司及上海百應商業保理有限責任
公司向我們的客戶提供保理服務。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來自保理服務的收益
為人民幣3.7百萬元，佔總收益的16.4%。

諮詢服務
憑藉我們為客戶安排融資租賃的經驗，我們就項目協調、合約起草及協商、項目管理、
項目融資以及相關監管規定的合規問題提供諮詢服務。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儘管我們就一項涉及總投資約人民幣1,142百萬元的建設項目的諮詢服務協議提供了服
務，但我們並未從提供諮詢服務中確認任何收入，主要是由於相關建設項目的結算進度
尚未達到收入確認標準。

製造及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
我們自2022年1月起通過僑新製造及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截至2022年9月30日，
僑新進行試生產，而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產生的收益來自料酒及其他調味品產品
銷售。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來自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的收益為人民幣0.2百萬
元，佔總收益的0.8%。

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的銷售成本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為人民幣0.1百萬元，
主要包括採購成本人民幣0.1百萬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的毛利於為人民幣0.02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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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及紙製品貿易
自2021年1月起，我們通過百應紙業開展包裝及紙製品貿易。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我們向客戶銷售的產品為包裝紙，且所有客戶均為造紙業之業內人士或為貿易公司。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包裝及紙製品銷售收益為人民幣11.6百萬元，佔總收益

51.0%。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包裝紙銷售成本為人民幣11.3百萬元，主要包括採購成

本人民幣11.3百萬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包裝及紙製品貿易業務的毛利為人民幣0.3百萬元。

財務概覽
經營業績
收益

於報告期間，我們的收益包括利息收入、諮詢費收入、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收入

及包裝及紙製品銷售收入。我們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24.9百

萬元略微減少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22.8百萬元，主要由於金融服務

減少人民幣5.4百萬元，部分被包裝及紙製品貿易業務增加人民幣3.4百萬元所抵銷。

其他淨收入

我們的其他淨收入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4.3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22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1.7百萬元，主要由於終止確認融資租賃應收款項產生的收益

淨額減少人民幣3.1百萬元，部分被政府補貼增加人民幣0.6百萬元所抵銷。

利息開支

我們的利息開支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3.5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22年9

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2.7百萬元，主要由於貸款平均每月結餘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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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

我們的經營開支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8.9百萬元略微減少至截至2022

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8.3百萬元。

減值虧損損失

我們的減值虧損損失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8.2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22

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6.2百萬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我們的減值虧損

損失人民幣6.2百萬元歸因於下列各項的綜合影響：(1)一項違約協議預計可收回金額減

少，導致減值虧損增加人民幣8.2百萬元；(2)3項新保理協議增加，導致減值虧損增加人

民幣2.8百萬元；及(3)收回三項違約協議的部分逾期款項而令減值虧損減少人民幣5.9百

萬元。

上述違約協議的估計可收回金額乃基於違約協議項下相關抵押物在公開拍賣中的起拍價

和保留價，並根據抵押物的地理位置及其處置難度、估計處置時間和成本以及抵押物產

生的現金流量的估計現值等多種因素進一步折讓。鑑於違約協議項下的相關抵押物在兩

輪公開拍賣中均流拍，加上抵押物處置難度大、過程漫長，導致估計可收回金額減少。

銷售開支

我們的銷售開支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零增加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的人民幣1.5百萬元，主要由於開展包裝及紙製品貿易及製造及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

產品。

銷售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人民幣0.9百萬元及諮詢開支人民幣0.3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錄得所得稅抵免人民幣0.6百萬元並於截至2022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錄得所得稅開支人民幣8.1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暫時未能獲得確認減

值虧損以進行稅項減免的支持文件，導致未能確認該等減值虧損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

因此所得稅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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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本集團錄得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虧損人民幣1.7百萬元及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
九個月的虧損人民幣15.2百萬元，主要由於金融服務的業務規模縮減，導致利息收入減
少人民幣5.4百萬元，以及稅項開支增加人民幣8.7百萬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2022年3月15日，僑新通過掛牌出讓程序中標位於中國福建省泉州市永春縣工業園區老

醋產業園的一塊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地塊編號：2021-11）（「該土地」）及該地塊上已建的構

築物，總代價為人民幣22,050,000元（相等於約27,265,982港元），並於中標後與永春縣

自然資源局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協議。

作為本集團進一步發展僑新業務戰略的一部分，該土地將被改造和翻新用作僑新的新紅

曲酒和醋生產及儲存場地，預計將於2025年5月11日完成建設。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2022年3月15日的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我們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收購或出

售。

於2022年9月30日，我們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具體未來計劃。

前景
展望未來，隨著我們工廠的建設完成，僑新開始試生產，我們將在2022年第四季度開始

全面生產和推出我們食醋和酒類產品，盡量擴大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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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到2019冠狀病毒疫情反復、行業監管政策的出台和收緊以及貨幣政策、信貸政策

的調整，我們在融資租賃業務方面放慢發展和投資腳步。本公司將一如既往執行穩健經

營、風險優先的原則，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確保自身利益和資本安全的業務計劃。為了

最大限度控制業務風險，我們將優化業務流程，加大投資前盡職調查力度，改善離職後

管理，依靠更強大的安全措施開展新的業務投資，以為本公司爭取利益最大化。

我們於2020年4月23日在福建省永春投資成立僑新，以涉足食醋製造與銷售行業。僑新

是我司業務多元化的重要項目，在一段時間內將進行持續的投入。作為歷史悠久的一種

調味品，食醋在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和巨大的市場潛力。永春老醋作為中國四大名醋之

一，擁有獨特的釀造工藝和風味以及地域品牌優勢，但由於地理區域限制，永春老醋在

中國的整體知名度亟待提升。鑒於中國食醋行業的行業壁壘低，品牌集中度低，且工業

化進程較短，董事認為投資永春老醋的生產與銷售作為我們的新業務能使我們的業務多

元化，可為我們的股東帶來更大收益。2022年3月15日，本公司進一步成功中標永春縣

一塊土地（總佔地面積約71,94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及在其上架設的構築物，該土地將

被改造和翻新，用作新的紅曲酒和醋生產及倉儲場地。預計將於2025年5月11日完成建

設。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3月15日的公告。我們將從研發、渠道、運

營、宣發各個方面入手，打造僑新品牌，為本集團帶來更多的收益。此外，我們於2021

年涉足紙製品的銷售及供應鏈產業，選擇與優質的合夥人合作，利用其資源優勢和行業

經驗，在新的領域進行了嘗試。紙業板塊為我們帶來的一定的收益，在2022年第四季度

我們將持續關注紙業板塊的表現，及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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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集團認同於管理架構及本集團內部監控過程中運用良好企業管治元素的重要性，以確

保達致對發展及保障股東權益至關重要的高水平企業管治。董事會（「董事會」）及本公司

管理層已採納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並不

時審閱其企業管治政策及合規情況。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已全面遵守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審核委員會主席涂連東先

生及陳朝琳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即柯金 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管理層討論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內部監控及財務報

告事宜，以及本公司有關企業管治的政策及常規。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2022年9月30

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本報告。審核委員會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處理方式

並無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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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的交易必守標準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採納條文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

載的董事證券交易必守標準的操守守則作為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操守守

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確認於報告期間已全面遵守操守守則所載

的交易必守標準。

根據操守守則第5.66條，董事亦已要求因其在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的職位或職務可能

擁有本公司證券內幕消息的本公司任何僱員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或僱員，在操

守守則禁止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情況下禁止其買賣本公司證券，猶如其為董事般。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報告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於2018年6月20日採納及批准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主要目

的為使本公司吸引、挽留及激勵有才能的參與者以及爭取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及擴展。購

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僱員、行政人員、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諮詢人及顧問。購股權計劃將於2018年6月20日起計10年期間內有效及生效，並

將於2028年6月20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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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的任何其他計劃已授出而有待行使的全部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

使後而可能發行的本公司最高股份（「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的30%。

此外，除非股東根據GEM上市規則批准更新下述10%的限制，因行使所有根據購股權計

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可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2018年7月

18日（即股份於GEM上市日期）所有已發行股份之10%。截至本報告之日期，本公司可授

予的購股權涉及27,000,000股股份，佔所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

除非根據GEM上市規則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否則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因向各合資格人

士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過該12個月期間最後一

天已發行股份之1%。

當承授人正式簽署構成接納購股權要約之要約函件副本，連同本公司於發出購股權要約

日期後30天之期間內，收到以本公司為受益人及作為發出購股權代價之1.00港元之匯

款，則購股權將被視為已被授予和接納，惟於計劃期間屆滿後或購股權計劃已予以終止

後概無有關要約將可能被接納。

所授出購股權不設行使前必須持有的最短期限，惟董事會另行規定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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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會有絕對的酌情權決定購股權的行使價，但不得低於以下其中最高價格：(i)有關股份

在購股權要約日期的收市價（以聯交所日報表所載者為準）；(ii)該等股份在購股權要約日

期前5個營業日的平均收市價（以聯交所日報表所載者為準）；及(iii)股份在購股權要約日

的票面價格。

自購股權計劃獲採納起，概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予以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截

至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未行使購股權。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任何股息。

競爭權益
於報告期間，概無董事或控股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

從事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該等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GEM上市規則項下的持續披露規定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22年9月30日，董事已確認，彼等不知悉任何導致須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17.15條至17.21條規定作出披露的情況。



2022年第三季度報告 12

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證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截至2022年9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所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將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

5.67條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姓名 職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1)

於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百分比

柯金 先生(2) 非執行董事 受控法團權益 37,968,750股(L) 14.06%

黃大柯先生(3) 執行董事 受控法團權益 12,430,934股(L)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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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附註：

(1) 「L」表示有關人士於股份或相關相聯法團的股本之股份好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2) Zijiang Capital Limited（「Zijiang Capital」）於約14.06%的已發行股份中擁有直接權益。所披露的權益指由

Zijiang Capital所持有本公司的權益，而Zijiang Capital分別由柯水源先生、柯金 先生及柯子江先生持有

約40%、40%及20%權益。故柯金 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Zijiang Capital於本公司的權益中擁

有權益。

(3) HDK Capital Limited（「HDK Capital」）於約4.60%的已發行股份中擁有直接權益。所披露的權益指由HDK 

Capital所持有本公司的權益，而HDK Capital由黃大柯先生持有全部權益。故黃大柯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被視為於HDK Capital於本公司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9月30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將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將須記錄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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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9月30日，以下人士或法團（並非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1)

於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百分比(3)

Septwolves Holdings Limited(2) 實益擁有人 118,968,750股(L) 44.06%

周永偉先生(2) 受控法團權益 124,143,908股(L) 45.98%

Zijiang Capital 實益擁有人 37,968,750股(L) 14.06%

柯水源先生(3) 受控法團權益 37,968,750股(L) 14.06%

Shengshi Capit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5,187,500股(L) 5.63%

黃波泥先生(4) 受控法團權益 15,187,500股(L)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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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附註：

(1) 「L」表示有關人士於股份的好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2) 所披露的權益指由Septwolves Holdings Limited（「Septwolves Holdings」）及SEPTWOLVE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分別所持有本公司的權益。Septwolves Holdings分別由周永偉先生、周少雄先生及周

少明先生持有約37.06%、31.47%及31.47%權益。SEPTWOLVE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由

福建七匹狼集團間接擁有約82.86%權益，而福建七匹狼集團則由周永偉先生擁有約37.82%。因此，周

永偉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Septwolves Holdings及SEPTWOLVE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各自於本公司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3) 所披露的權益指由Zijiang Capital所持有本公司的權益，而Zijiang Capital分別由柯水源先生、柯金 先

生及柯子江先生持有約40%、40%及20%權益。因此，柯水源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Zijiang 

Capital於本公司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4) 所披露的權益指由Shengshi Capital Limited（「Shengshi Capital」）所持有本公司的權益，而Shengshi 

Capital由黃波泥先生全資擁有。因此，黃波泥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Shengshi Capital於本公

司之權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2022年9月30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或法團於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

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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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包裝及紙製品 1,052,492 4,816,017 11,638,419 8,258,636

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 73,076 – 167,461 –

利息收入 3,756,238 4,867,251 11,014,401 16,379,625

諮詢費收入 – – – 235,849

收益 3 4,881,806 9,683,268 22,820,281 24,874,110

其他淨收入 1,126,687 3,548,787 1,749,326 4,262,437

包裝及紙製品的成本 (1,016,955) (4,693,464) (11,274,621) (8,063,226)

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的成本 (74,679) – (149,419)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虧損淨額 (1,103,016) (758,363) (1,535,198) (2,788,917)

利息開支 (848,577) (1,212,765) (2,710,775) (3,472,548)

經營開支 (2,408,251) (3,460,901) (8,265,572) (8,949,330)

銷售開支 (1,013,705) (21,949) (1,513,716) (21,949)

減值虧損損失 (362,711) (6,917,459) (6,231,000) (8,182,008)

除稅前虧損 4 (819,401) (3,832,846) (7,110,694) (2,341,431)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1,041,062) 942,400 (8,120,631) 61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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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以人民幣列值）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860,463) (2,890,446) (15,231,325) (1,730,842)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822,702) (2,895,062) (15,297,678) (1,758,012)

非控股權益 (37,761) 4,616 66,353 27,170

期內虧損 (1,860,463) (2,890,446) (15,231,325) (1,730,842)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6 (0.7) (1.1) (5.7) (0.7)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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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860,463) (2,890,446) (15,231,325) (1,730,84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其後可能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 算中國內地以外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76,265) (30,842) (236,597) (10,40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936,728) (2,921,288) (15,467,922) (1,741,245)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898,967) (2,925,904) (15,534,275) (1,768,415)

非控股權益 (37,761) 4,616 66,353 27,17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936,728) (2,921,288) (15,467,922) (1,741,24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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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7年6月5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法例3，經綜合及修

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且本集團

的主要營運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已自2018年7月18日起於聯交所GEM上市（「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GEM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條文編製。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

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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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2 編製基準（續）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強制於2022年1月

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實施之準則及修訂則除外。採納該等準則及修訂對此等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影響並不重大。

除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以公平價值列賬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為計量基準。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

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所呈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金額。此等估計及

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在有關情況下相信為合理的各項其他因素，而所得結果

乃用作判斷顯然無法透過其他來源獲得有關資產與負債賬面值的依據。實際結果或

有別於此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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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分類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中國向客戶提供設備融資解決方案、保理服務及增值諮

詢服務、銷售包裝及紙製品以及製造及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截至

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確認的各主要收益分類金額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項目產生的產品銷售

銷售包裝及紙製品 1,052,492 4,816,017 11,638,419 8,258,636

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 73,076 – 167,461 –

1,125,568 4,816,017 11,805,880 8,258,636

以下項目產生的利息收入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115,252 442,138 875,452 2,432,323

貸款及應收款項下的應收售

後回租交易款項 1,649,079 3,995,892 6,391,376 12,113,681

應收保理款項 1,991,907 429,221 3,747,573 1,833,621

3,756,238 4,867,251 11,014,401 16,379,625

諮詢費收入 – – – 235,849

4,881,806 9,683,268 22,820,281 24,87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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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3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a) 收益分類（續）

(i) 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有兩名客戶的交易額超過本集

團收益總額的10%。來自該等客戶的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客戶A 4,633,762 *

客戶B 3,765,771 *

附註： *  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概無客戶的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收益總額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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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3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而部門按業務種類組成（產品及服務）。

按照與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料

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呈列以下三個可呈報分部。概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併以

構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 金融服務分部：於中國提供融資租賃服務、保理服務和諮詢服務。截至

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融資租賃服務收入佔金融服務的主要部分。

• 包裝及紙製品貿易分部：從2021年開始，本集團成立福建百應紙業有

限公司（「百應紙業」），以使本集團業務多元化。百應紙業的主要業務為

在中國銷售包裝及紙製品。

• 製造及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分部：從2021年開始，本集團成立

福建永春僑新釀造有限責任公司（「僑新」），以使本集團業務多元化。僑

新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製造及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截至2022

年9月30日，僑新正在試生產並銷售少量外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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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3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報告（續）

(i) 分部業績

就分部表現評估及分部間之資源分配而言，本集團之最高層行政管理人

員按下列基準監察各個可呈報分部之業績：

收益及開支參照可呈報分部所產生之收益及該等分部所產生之開支或該

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之開支，以單獨確認至該等可呈報分

部。

用作報告分部虧損之表示方法為「期內虧損」。為計算期內虧損，本集團

的虧損就營運開支等項目作進一步調整。

按收益確認時間對收益進行分類，以及期間內就本集團可呈報分部向本

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所提供用於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部表現的資料載

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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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3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金融服務
包裝及

紙製品貿易

製造及銷售
食醋和其他
調味品產品 總計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

隨時間：
利息收入 11,014,401 – – 11,014,401

某一時點：
銷售包裝及紙製品 – 11,638,419 – 11,638,419
銷售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 – – 167,461 167,461 

可呈報分部收益 11,014,401 11,638,419 167,461 22,820,281

其他淨收入 1,643,139 10,503 95,684 1,749,326
包裝及紙製品的成本 – (11,274,621) – (11,274,621)
食醋和其他調味品產品的成本 – – (149,419) (149,419)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虧損）／收益淨額 (1,551,171) 5,806 10,167 (1,535,198)
利息開支 (2,705,708) – (5,067) (2,710,775)
經營開支 (4,027,960) (239,903) (3,997,709) (8,265,572)
銷售開支 – (84,431) (1,429,285) (1,513,716)
減值虧損（損失）／撥回 (6,380,749) 158,408 (8,659) (6,231,000)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虧損） (2,008,048) 214,181 (5,316,827) (7,110,694)
所得稅開支 (7,616,607) (49,453) (454,571) (8,120,631)

可呈報分部期內溢利╱（虧損） (9,624,655) 164,728 (5,771,398) (15,231,325)



2022年第三季度報告 26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3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金融服務
包裝及

紙製品貿易 總計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

隨時間：
利息收入 16,379,625 – 16,379,625

某一時點：
諮詢費收入 235,849 – 235,849
銷售包裝及紙製品 – 8,258,636 8,258,636

可呈報分部收益 16,615,474 8,258,636 24,874,110

其他淨收入 4,256,739 5,698 4,262,437
包裝及紙製品的成本 – (8,063,226) (8,063,226)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虧損）╱收益淨額 (2,796,980) 8,063 (2,788,917)
利息開支 (3,472,548) – (3,472,548)
經營開支 (8,914,940) (34,390) (8,949,330)
減值虧損損失 (8,109,949) (72,059) (8,182,008)
銷售開支 – (21,949) (21,949)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虧損）╱溢利 (2,422,204) 80,773 (2,341,431)

所得稅抵免╱（開支） 630,986 (20,397) 610,589

可呈報分部期內（虧損）╱溢利 (1,791,218) 60,376 (1,73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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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員工成本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45,416 78,478 364,907 200,240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279,809 1,893,822 3,136,858 4,469,001

小計 1,425,225 1,972,300 3,501,765 4,669,241

(b) 其他項目

折舊費用
－自有物業及設備 225,180 53,347 698,011 137,538

－使用權資產 101,496 200,907 405,012 606,305

攤銷 76,675 31,086 121,865 93,257

租賃負債利息 12,426 29,868 48,531 46,885

核數師薪酬 – – 660,377 339,623

法律開支 154,812 155,130 318,206 781,103

諮詢開支 283,019 – 566,038 –

(c) 減值虧損損失╱（撥回）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118,571 3,831,691 6,564,686 8,715,87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375) 1,099,471 77,139 1,597,444

貸款及應收款項 254,515 1,986,297 (410,825) (2,131,315)

362,711 6,917,459 6,231,000 8,1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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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5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122,232 1,100,479 902,088 2,823,78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341,880) (100,838)

遞延所得稅

－撥回╱（產生）暫時性差額 918,830 (2,042,879) 7,560,423 (3,333,540)

1,041,062 (942,400) 8,120,631 (610,589)

附註：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之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

屬維爾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公司及Byleasing Capital Limited（「Byleasing Capital」）期內並無產生應繳納香港利得稅的

任何收入，故本公司及Byleasing Capital並未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



百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29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6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三個月的虧損人民幣1,822,702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三個月的虧損：人民幣2,895,062元）及截至2022年9

月30日止三個月期間的已發行普通股270,000,000股（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

三個月：27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虧損人民幣15,297,678

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虧損：人民幣1,758,012元）及截至2022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的已發行普通股270,000,000股（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27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概無發行在外潛在攤薄普

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7 股息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概無向本集團當前旗下公司權益股東派付任何股息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人民幣4,476,2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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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8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盈餘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2021年1月1日結餘 2,301,857 238,097,760 (6,640,176) 9,364,503 1,767,787 46,017,669 290,909,400 – 290,909,4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的權益變動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2,250,000 2,250,000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1,758,012) (1,758,012) 27,170 (1,730,842)
其他全面收入 – – – – (10,403) – (10,403) – (10,403)

全面收入總額 – – – – (10,403) (1,758,012) (1,768,415) 27,170 (1,741,245)

就過往年度批准股息 – – – – – (4,476,222) (4,476,222) – (4,476,222)

於2021年9月30日結餘 2,301,857 238,097,760 (6,640,176) 9,364,503 1,757,384 39,783,435 284,664,763 2,277,170 286,941,933

於2022年1月1日結餘 2,301,857 238,097,760 (6,640,176) 9,364,503 1,806,670 34,466,476 279,397,090 2,231,859 281,628,949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的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15,297,678) (15,297,678) 66,353 (15,231,325)
其他全面收入 – – – – (236,597) – (236,597) – (236,597)

全面收入總額 – – – – (236,597) (15,297,678) (15,534,275) 66,353 (15,467,922)

就過往年度批准股息 – – – – – – – – –

於2022年9月30日結餘 2,301,857 238,097,760 (6,640,176) 9,364,503 1,570,073 19,168,798 263,862,815 2,298,212 266,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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